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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计 报 告

和兴审字[2019]002 号

北京中国地质大学教育基金会：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北京中国地质大学教育基金会财务报表，包括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2018 年度的业务活动表和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

表附注。

一、管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编制和公允列报财务报表是北京中国地质大学教育基金会管理层的责

任，这种责任包括：(1)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财务报

表，并使其实现公允反映；(2)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以使财务

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我们

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和《基金会财务报表审计指引》的规定执行了

审计工作。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

守则，计划和执行审计工作以对财务报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审计工作涉及实施审计程序，以获取有关财务报表金额和披露的审计证

据。选择的审计程序取决于注册会计师的判断，包括对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

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在进行风险评估时，注册会计师考虑与财

务报表编制和公允列报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但目的并

非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审计工作还包括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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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的合理性，以及评价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

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

了基础。

三、审计意见

我们认为，北京中国地质大学教育基金会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

《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北京中国地质大学教

育基金会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8 年度的业务活动成果和现

金流量。

北京和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二〇一九年一月十七日 中国注册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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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北京中国地质大学教育基金会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元

资 产 行次 年初数 期末数 负债和净资产 行次 年初数 期末数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货币资金 1 11,802,971.25 12,033,278.38 短期借款 61

短期投资 2 应付款项 62

应收款项 3 应付工资 63

预付账款 4 应交税金 65

存 货 8 预收账款 66

待摊费用 9 预提费用 71

一年内到期的长

期债权投资
15 预计负债 72

其他流动资产 18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

负债
74

流动资产合计 20 11,802,971.25 12,033,278.38 其他流动负债 78

流动负债合计 80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21 长期负债：

长期债权投资 24 长期借款 81

长期投资合计 30 长期应付款 84

其他长期负债 88

固定资产： 长期负债合计 90

固定资产原价 31

减：累计折旧 32 受托代理负债：

固定资产净值 33 受托代理负债 91

在建工程 34

文物文化资产 35 负债合计 100

固定资产清理 38

固定资产合计 40

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 41 净资产：

非限定性净资产 101 6,101,631.25 6,188,888.38

受托代理资产： 限定性净资产 105 5,701,340.00 5,844,390.00

受托代理资产 51 净资产合计 110 11,802,971.25 12,033,278.38

资产总计 60 11,802,971.25 12,033,278.38
负债和净资产

总计
120 11,802,971.25 12,033,278.38

单位负责人：姜恩来 制表：孙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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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活动表

编制单位：北京中国地质大学教育基金会 2018 年度 单位：元

项目
行

次

上年数 本年数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其中：捐赠收入 1 2,156,000.00 2,156,000.00 705,000.00 705,000.00

会费收入 2

提供服务收入 3

商品销售收入 4

政府补助收入 5

投资收益 6

其他收入 9 321,460.41 321,460.41 484,412.13 484,412.13

收入合计 11 321,460.41 2,156,000.00 2,477,460.41 484,412.13 705,000.00 1,189,412.13

二、费 用

（一）业务活动

成本
12 1,044,000.00 1,044,000.00 948,700.00 948,700.00

其中：捐赠项目

成本
13 1,044,000.00 1,044,000.00 948,700.00 948,700.00

14

（二）管理费用 21 10,205.00 10,205.00 10,405.00 10,405.00

（三）筹资费用 24

（四）其他费用 28

费用合计 35 1,054,205.00 1,054,205.00 959,105.00 959,105.00

三、限定性净资

产转为非限定性

净资产

40 1,044,000.00 -1,044,000.00 547,700.00 -547,700.00

四、净资产变动

额（若为净资产

减少额，以“-”

号填列）

45 311,255.41 1,112,000.00 1,423,255.41 73,007.13 157,300.00 230,307.13

单位负责人：姜恩来 制表：孙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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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表

编制单位：北京中国地质大学教育基金会 2018 年度 单位：元

项 目 行次 上年数 本年数

一、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接受捐赠收到的现金 1 2,156,000.00 705,000.00

收取会费收到的现金 2

提供服务收到的现金 3

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 4

政府补助收到的现金 5

收到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8 321,460.41 484,412.13

现金流入小计 13 2,477,460.41 1,189,412.13

提供捐赠或者资助支付的现金 14 1,044,000.00 948,700.00

支付给员工以及为员工支付的现金 15

购买商品、接受服务支付的现金 16

支付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19 10,205.00 10,405.00

现金流出小计 23 1,054,205.00 959,105.00

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 1,423,255.41 230,307.13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25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26

处置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收回的现金 27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0

现金流入小计 34

购建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35

对外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36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9

现金流出小计 4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45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8

现金流入小计 50

偿还借款所支付的现金 51

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52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55

现金流出小计 5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额 60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1 1,423,255.41 230,307.13

单位负责人：姜恩来 制表：孙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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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国地质大学教育基金会

2018 年度财务报表附注

（除特别说明，以人民币元表述）

一、基本情况

北京中国地质大学教育基金会（以下简称：“本基金会”）是经北京市民政局批

准，2012 年 06 月 06 日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注册资金为人民币 200 万元，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 5311000059773660XK，有效期为 2017 年 06 月 08 日至 2022 年 06 月 07 日，

法定代表人为姜恩来，住所为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29 号综合办公楼 520 室。

业务主管单位：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业务范围：接受捐赠，设立资助项目，促进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

化传承创新。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基金会无分支、代表机构。

二、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本基金会管理层对基金会持续运营能力评估后，认为本基金会不存在可能导致对持

续运营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本基金会财务报表是按照持续运营假设为基础编

制的。

三、遵循《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声明

本基金会财务报表的编制符合《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要求，真实、完整地

反映了本基金会的财务状况、业务活动成果和现金流量。

四、重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说明

1.会计期间

本基金会以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为一个会计年度。

2.记账本位币

本基金会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3.记账基础和计价原则

本基金会的会计核算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资产以实际成本计量。

4.外币业务核算方法

本基金会会计年度内涉及的外币收支业务，按业务发生当日（当月 1 日）的市场汇

价折合为人民币记账，年末对货币性项目按年末的市场汇率进行调整，由此产生的汇

兑损益，按用途及性质计入当期筹资费用或予以资本化。

5.短期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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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投资指本基金会持有的能够随时变现并且持有时间不准备超过一年（含一年）

的投资，包括股票投资、债券投资等。

短期投资在取得时按照投资成本计量。

处置短期投资时，应将实际取得的价款与短期投资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为当期投资

损益。

6.应收款项

本基金会的应收款项包括：其他应收款。

（1）坏账准备核算方法：直接转销法。

本基金会的坏账核算采用直接转销法，即：当应收款项实际发生坏账损失时，直接

从应收账款中转销，计入当期管理费用。

（2）坏账确认标准

①债务人死亡或破产，以其遗产或破产财产清偿后，仍然不能收回的；

②债务人较长时期内未履行其偿债义务，并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无法收回或收回的可

能性极小。

7.存货

（1）存货分类

本基金会存货包括在日常业务活动中持有以备出售或捐赠的，或者为了出售、捐赠

仍处在生产过程中的，或者将在生产、提供服务或日常管理过程中耗用的材料、物资、

商品等。

（2）存货取得和发出的计价方法

本基金会取得存货按实际成本计价。存货在发出时，采用或者加权平均法，确定发

出存货的实际成本。

（3）存货的盘存制度

本基金会存货每年定期盘点一次。

（4）存货跌价准备的确认原则：

本基金会在期末按可变现净值与账面价值孰低的原则确定存货的期末价值。对可

变现净值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如下年度可变现净值回升，应在原

已确认的跌价损失的金额内转回。

8.长期投资

本基金会的长期投资包括：长期股权投资、长期债权投资等。

（1）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在取得时，按实际成本作为初始投资成本。如果民间非营利组织对

http://wiki.mbalib.com/wiki/%E7%AE%A1%E7%90%86%E8%B4%B9%E7%94%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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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投资单位无控制、无共同控制且重大影响，长期股权投资应当采用成本法进行核算；

如果民间非营利组织对被投资单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长期股权投资应

当采用权益法进行核算。处置长期股权投资时，应当将实际取得价款与投资账面价值

的差额确认为当期投资损益。

（2）长期债权投资

长期债权投资按取得时的实际成本作为初始投资成本。长期债权投资应当按照票

面价值与票面利率按期确认利息收入。长期债券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与债券面值之间

的差额，在债券持续时间，按直线法于确认债券利息收入时予以摊销。处置长期债权

投资时，实际取得的价款与投资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为当期投资损益。

（3）长期投资减值准备

本基金会期末，对长期投资逐项进行检查，按单项投资可回收金额低于账面价值

的差额计提长期投资减值准备。

9.固定资产

（1）固定资产确认标准

固定资产是指本基金会为行政管理、提供服务、生产商品或者出租目的而持有的，

预计使用年限超过 1 年，且单位价值较高的有形资产。

（2）固定资产初始计量

固定资产按取得时的实际成本计价。

（3）固定资产折旧

固定资产折旧采用年限平均法计算，即按固定资产的原值和估计使用年限扣除残

值率确定其折旧率，年分类折旧率如下：

资产类别 使用年限 残值率 年折旧率

其他设备 3 年 5% 31.67%

电子设备 3 年 5% 31.67%

（4）不计提折旧的资产

本基金会用于展览、教育或研究等目的的历史文物、艺术品以及其他具有文化或

者历史价值并作为长期或者永久保存的典藏等，作为文物文化资产核算，不计提折旧。

10.在建工程

在建工程应当按照所建造工程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实际发生的全部必要支出确

定其工程成本，并单独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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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无形资产

本基金会无形资产是指为开展业务活动、出租和管理目的而持有的且没有实物形

态的非货币性长期资产，包括：办公软件。无形资产按取得时的实际成本计价，无形

资产在合同或法律规定的有效期内按直线法摊销，具体如下：

无形资产类别 摊销年限

办公软件 10 年

12.受托代理资产

受托代理资产是指本基金会接受委托，从事受托代理业务而收到的资产。

13.预计负债的确认原则

如果与或有事项相关的义务同时符合以下条件，本基金会将其确认为负债，以清

偿该负债所需支出的最佳估计数予以计量，并在资产负债表中单列项目予以反映：

（1）该义务是基金会承担的现时义务。

（2）该义务的履行很可能导致或服务潜力的资源流出。

（3）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14.限定性净资产、非限定性净资产确认原则

资产或资产所产生的经济利益（如资产投资利益和利息等）的使用受到资产提供

者或者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所设置的时间限定或用途限定，则由此形成的净资产

为限定性净资产；除此之外的其他净资产，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15.收入确认原则

收入是指本基金会开展业务活动取得的、导致本期净资产增加的经济利益或者服

务潜力的流入。收入按照其来源分为捐赠收入、提供服务收入、商品销售收入、政府

补助收入、投资收益、其他收入。本基金会在确认收入时，应区分交换交易所形成的

收入和非交换交易所形成的收入。

（1）交换交易所形成的收入，包括商品销售收入、提供劳务收入、让渡资产使用

权等收入。本基金会对交换交易产生的收入按以下方法确认收入实现：

①销售商品：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换给购货方；既没有保留通

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出售的商品实施控制；与交易相关的经

济利益能够流入本会；相关收入和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收入。

②提供劳务：在同一会计年度内开始并完成的劳务，应当在完成劳务时确认收入；

如果劳务的开始和完成分属不同的会计年度，可以按照完工进度或完成的工作量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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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③让渡资产使用权：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本基金会；收入的金额能够

可靠地计量。

（2）非交换交易所形成的收入，包括捐赠收入和政府补助收入，对非交换交易形

成的收入本基金会按以下方法确认：

①对于无条件的捐赠或政府补助，在收到时确认收入；

②对于附条件的捐赠或政府补助，在取得捐赠资产或政府补助资产控制权时确认收入；

③基金会存在需要偿还全部或部分捐赠资产或者相应金额的现时义务时，应当根

据需要偿还的金额确认一项负债和费用。

④接受捐赠的非货币性资产，应当以其公允价值确认收入。捐赠方在捐赠时，应当提供注

明捐赠非货币性资产公允价值的证明，如果不能提供上述证明，接受捐赠方不得向捐赠方开具

公益性捐赠票据，不确认为捐赠收入。

⑤本基金会接受的劳务捐赠，不确认为收入。

16.成本费用划分原则

本基金会的支出分为业务活动成本、管理费用、筹资费用、其他费用。

（1）业务活动成本核算本基金会为了实现业务活动目标、开展项目活动或者提供

服务所发生的费用。

（2）管理费用核算本基金会为组织和管理业务活动所发生的各项费用。

（3）筹资费用核算本基金会为筹集业务活动所需资金而发生的费用。

（4）其他费用核算基金会发生的无法归属到业务活动成本、管理费用或筹资费用

中的费用。

五、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1.货币资金

货币资金种类 币种 年初数 年末数

银行存款 人民币 11,802,971.25 12,033,278.38

合 计 11,802,971.25 12,033,278.38

2.净资产

2.1 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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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①非限定性净资产 6,101,631.25 1,051,362.13 964,105.00 6,188,888.38

②限定性净资产 5,701,340.00 711,750.00 568,700.00 5,844,390.00

合 计 11,802,971.25 1,763,112.13 1,532,805.00 12,033,278.38

2.2 净资产变动原因分析

当年收支结余 230,307.13 元，影响净资产增加 230,307.13 元。

3.捐赠收入

3.1 捐赠收入列示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①限定性捐赠收入 705,000.00 2,156,000.00

②非限定性捐赠收入 0.00 0.00

合 计 705,000.00 2,156,000.00

接受捐赠情况 单位：元

项 目 现金 非现金 合计

一、本年度捐赠收入 705,000.00 0.00 705,000.00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705,000.00 0.00 705,000.00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105,000.00 0.00 105,000.00

来自境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600,000.00 0.00 600,000.00

（二）来自境外的捐赠 0.00 0.00 0.00

其中：来自境外自然人的捐赠 0.00 0.00 0.00

来自境外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0.00 0.00 0.00

二、接受非公益性捐赠情况

（对捐赠人构成利益回报条件的赠与或不符合公益

性目的赠与）

0.00 0.00 0.00

3.2 接受其他基金会捐赠

接受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捐赠“北京青基会菜百助学金”项目 10,000.00 万元。

3.3 大额捐赠收入

2018 年度北京中国地质大学教育基金会捐赠收入总额 705,000.00 元，其中占捐赠

收入总额 5%以上的大额捐赠收入列示如下：

捐赠人
本年捐赠额（人民币元）

用 途
现金 非现金

杨遵仪奖学金 100,000.00 奖学金

北京青基会菜百助学金 100,000.00 助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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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人
本年捐赠额（人民币元）

用 途
现金 非现金

法学发展基金 300,000.00 中国地质大学法学发展基金

周六福珠宝文化节 180,000.00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珠宝学

院珠宝文化节举办

合 计 680,000.00

4.其他收入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利息收入 484,412.13 321,460.41

合 计 484,412.13 321,460.41

5.业务活动成本

5.1 业务活动成本列示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捐赠项目成本 948,700.00 1,044,000.00

合 计 948,700.00 1,044,000.00

5.2 重大公益项目收支表

项目名称 收入

支出

直接用于受

助人的款物

（或捐赠其

他基金会）

项目直接运行费用 总计

立项、执

行、监督和

评估费用

人员 租赁房

屋、购买

和维护

固定资

产费用

宣传推

广费用

其他

小计
报酬 费用

1.希尔威矿业奖学金（限定性） 300,000.00 300,000.00

2.法学发展基金（限定性） 300,000.00 121,200.00 121,200.00

3.北京青基会菜百助学金（限

定性）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4.大学生双创场地功能优化项

目（非限定性）
200,000.00 200,000.00

5.心理团体辅导和辅导员沙龙

项目（非限定性）
65,000.00 65,000.00

6.职场加油站功能升级项目

（非限定性）
65,000.00 65,000.00

7.外语学院创新创业基地建设

项目（非限定性）
50,000.00 50,000.00

合 计 400,000.00 901,200.00 - - - - - -
901,200.00



13

5.3 重大公益项目大额支付对象

项 目 大额支付对象 支付金额
占基金会年度公

益总支出比例
用 途

1.希尔威矿业奖学金（限定性）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300,000.00 31.62% 奖学金

2.法学发展基金（限定性）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121,200.00 12.78% 发展基金

3.北京青基会菜百助学金（限定性）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100,000.00 10.54% 助学金

4.大学生双创场地功能优化项目（非

限定性）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0,000.00 21.08% 支持大学生就业创业

5.心理团体辅导和辅导员沙龙项目

（非限定性）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65,000.00 6.85% 支持大学生思想政治建设

6.职场加油站功能升级项目（非限定

性）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65,000.00 6.85% 支持大学生就业创业

7.外语学院创新创业基地建设项目

（非限定性）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50,000.00 5.27% 创新项目建设

合 计 —— 901,200.00 94.99% ——

6.管理费用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①行政管理人员费用 0.00 0.00

②行政管理事务物品耗费和服务开支 10,405.00 10,205.00

③行政管理事务所用资产折旧（摊销）及运行维护费用 0.00 0.00

合 计 10,405.00 10,205.00

六、工作人员工资福利

1.工作人员工资薪酬发放情况

本基金会无工作人员工资薪酬发放情况。

2.理事会成员在基金会领取报酬的情况

序号 理事会成员姓名 工作单位 在基金会任职 年报酬额

1 姜恩来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理事长 无

2 承金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秘书长 无

3 王鸿冰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理事 无

4 邓军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理事 无

5 刘志方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理事 无

6 王训练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理事 无

7 王果胜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理事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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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理事会成员姓名 工作单位 在基金会任职 年报酬额

8 万力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理事 无

9 谢学文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理事 无

10 沙淑清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理事 无

11 段翔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理事 无

12 张寿庭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理事 无

13 季荣生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理事 无

14 张传恒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理事 无

15 刘悦平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理事 无

合 计

七、资产提供者设置了时间限制或用途限制的资产情况的说明

对于资产提供者设置了时间或用途限制的相关资产，民间非营利组织应当披露其来

源、时间或用途限定的具体内容、使用情况等。

项 目 来 源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限定条件

希尔威矿业奖学金
河南发恩德矿

业有限公司
3,500,000.00 - 300,000.00 3,200,000.00 奖学金

工程技术学院项目

中国地质工程

集团公司蒙古

公路项目内部

50,000.00 - - 50,000.00 奖学金

杨遵仪奖学金 周丹 540,000.00 100,000.00 15,000.00 625,000.00 奖学金

朱训青年教师奖 朱训 20,000.00 - - 20,000.00 助学金

赵鹏大奖学金
赵鹏大院士及

其弟子
425,000.00 - 15,000.00 410,000.00 奖学金

北京青基会菜百助

学金

北京青少年发

展基金会
- 100,000.00 100,000.00 -

翟裕生青年教师奖 翟裕生 22,340.00 - - 22,340.00 奖学金

虚拟仪器俱乐部
上海恩艾一起

有限公司
-5,000.00 5,000.00 - - 奖学金

华油能源奖学金
新疆华油油气

工程公司
20,000.00 - - 20,000.00 奖学金

北京隆科兴非开挖

基金

北京隆科兴非

开挖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

15,000.00 - - 15,000.00 奖学金

王濮新矿物发现奖

励基金
王濮 200,000.00 - - 200,000.00 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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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来 源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限定条件

赵永芳优秀学生工

作者
赵鹏大 468,000.00 - - 468,000.00 奖励金

法学发展基金

北京众行互动

数字文化传媒

公司等

300,000.00 300,000.00 121,200.00 478,800.00
用于“法学发展”

项目

张席禔奖学金 张渝棣 100,000.00 1,750.00 1,500.00 100,250.00 奖学金

德禾翰通奖学金
上海德禾翰通

律师事务所
20,000.00 20,000.00 - 40,000.00 奖学金

珠宝学院教学标本

基金
校友金爽捐赠 10,000.00 - - 10,000.00

用于珠宝教研室

材料购置

外语学院“学长学

姐”助学金

外国语学院

2004 级 81041

班全体同学

16,000.00 5,000.00 16,000.00 5,000.00 助学金

周六福珠宝文化节
周六福珠宝有

限公司
- 180,000.00 - 180,000.00

用于支持珠宝学

院举办的珠宝文

化节还未举办

合 计 5,701,340.00 711,750.00 568,700.00 5,844,390.00

八、重大资产减值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会无重大资产减值情况。

九、公允价值无法可靠取得的受赠资产和其他资产的说明

本基金会无公允价值无法可靠取得的受赠资产和其他资产。

十、接受劳务捐赠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会无接受劳务捐赠情况。

十一、对外承诺和或有事项情况的说明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基金会无对外承诺和或有事项。

十二、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的说明

截至 2019 年 1 月 11 日，本基金会无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

十三、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本基金会无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16

上述 2018 年度财务报表和财务报表附注，系我们按《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编制。已经理事长办公会批准。

基金会名称：北京中国地质大学教育基金会（盖章）

基金会法人：姜恩来 财务负责人：孙晓丽

日期:2019 年 1 月 11 日 日期:2019 年 1 月 11 日


